
典藏法國 極致尊寵幸福深度 13 天｜冬季 

 
參考航班 

 城市 班機 時間 預估飛行時間 

去程 
台北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367 23：15 — 04：30+1 9：55 

杜拜 → 尼斯 阿聯酋航空  EK-77 09：25 — 14：15 5：55 

回程 
巴黎 → 杜拜 阿聯酋航空  EK-74 15：35 — 00：20 5：50 

杜拜 → 台北 阿聯酋航空  EK-366 03：25 — 15：25 8：00 

 

 

  



 
第 一 天 桃園機場 / 杜拜機場 
懷著雀躍的心情前往桃園機場集合，專人替您辦理完登機手續後，搭乘阿聯酋航空豪華客機，航向風

景秀麗、人文薈萃的歐洲，今晚將宿於機上，祝您一夜好眠！班機將於隔日凌晨抵達杜拜機場。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聯酋航空 EK36723:15 / 04:30+1 預計飛行時間約 09:55 

 
第 二 天 杜拜/ 尼斯－蒙地卡羅(摩納哥)－尼斯 
班機飛抵杜拜後，經安檢手續，前往候機室，準備轉機前往歐洲。杜拜機場 24 小時營業的精品區，

也是很值得逛逛的地方。隨後續搭乘班機，前往法國蔚藍海岸度假勝地—尼斯。抵達後，專車前往僅

次於梵蒂岡的世界第二小國—摩納哥。大概是因為蒙地卡羅賭場，此地給人印象是富裕、豪華。您可

於王宮前攝影留念或自由漫步於紀念品商店林立的街道、摩納哥主教堂，位於懸崖上的賭國心臟－蒙

地卡羅賭城，感受一下奢華生活的代表，隨後專車返回尼斯，此地素有蔚藍海岸之稱，是非常著名的

避暑及避寒勝地，氣候溫暖宜人遊客終年絡繹不絕。 

◆備註：若遇餐廳客滿則改訂小房子餐廳，前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 Nicolas Sarkozy也曾是座上賓

喔！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聯酋航空 EK07709:25 / 14:15 預計飛行時間約 05:55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尼斯—(19KM 00:30)—蒙地卡羅—(19KM 00:30)—尼斯 

〈下車參觀景點〉摩納哥教堂、大賭場、摩納哥皇宮、英國人散步大道 

 

 

紙醉金迷國度—摩納哥 

就面積而言，摩納哥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國家。這個國家無徵收

個人所得稅，因此成為著名的避稅天堂。這國家沒有自己的軍

隊，但卻是歐洲治安最好的國家之一。19 世紀以來，就一直是

各個高級度假勝地，吸引了世界各國名流前來，尤其是歐洲皇

室更喜歡來此避寒。 

 

尼斯—英國人散步大道 

沿著尼斯海灘旁是一條「英國人散步大道」，這是 1820 年尼斯

的英國僑民募款所建的步行道，尼斯人喜歡在這裡散步、聊天、

騎車、遛狗、戲水、聽著石擊浪濤，說多愜意就有多愜意。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機上 晚餐：旋轉木馬餐廳 

住宿：NH NICE、RASISSON BLU、SPLENDID HOTEL 或同級四星旅館 

 

https://www.nh-hotels.fr/hotel/nh-nice
http://www.radissonblu.com/hotel-nice
http://www.splendid-nice.com/en/


第 三 天 尼斯－聖保羅－安提貝－馬賽 
盤據在山丘上的聖保羅是蔚藍海岸最受歡迎的中古世紀山村，此鎮古意盎然，中世紀風情彌漫在石頭

小徑中，城內仍遺留十六世紀街道，兩旁商店裝飾著現代陶瓷、雕刻，使得現代藝術與古街融合出特

殊的風格。擁有兩千年歷史的安提貝是蔚藍海岸著名的度假區，除了濱海景色外，古樸的海港、老城

牆、城堡與街道等吸引了無數的藝術家來此居住與創作，最著名的莫過於畢卡索。馬賽是地中海最大

的商業港口，是普羅旺斯的重要門戶，也是法國第二大城市和第三大都會區；因此人文薈萃，而被大

仲馬稱為「全世界匯聚的地點」。今晚入住馬賽。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尼斯—(18KM 00:30)—聖保羅—(17KM 00:30 )—安提貝—(184KM 

02:10 )—馬賽 

〈下車參觀景點〉聖保羅山城、安提貝 

 

 

身受藝術家喜愛的山城—聖保羅 

一年四季，陽光普照，美麗山城，風景明媚，難怪在 20 世紀初，

便吸引了許多的藝術家目光，紛紛駐足此山城。 

厚重的城牆圍繞在此山城的周遭，見證了當年的紛亂歷史。古

樸的鵝卵石街道，與至今仍保留下當年的石造屋，吸引了各國

遊客的注目，街上許多的小藝廊，拐個彎，又是另一風景，難

怪被稱為藝術村了！ 

 

安提貝 

人口數量僅次於尼斯，安堤貝是南法蔚藍海岸主要大城之一，

不僅有大城市的發展規模、特點，但也蘊含小鎮風情，是個蘊

含藝術、文化底蘊的城市。走在安堤貝的舊城區、海邊濱海步

道等多處地點，都有機會邂逅畢卡索、莫內等多位藝術家的畫

作。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地中海景觀餐廳 晚餐：米其林推薦餐廳 

住宿：SOFITEL MARSEILLE VIEUX PORT HOTEL、INTERCONTINENTAL HOTEL DIEU 或同級五星飯店 

http://www.sofitel.com/zh/hotel-0542-sofitel-marseille-vieux-port/index.shtml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us/en/marseille/mrsha/hoteldetail?cm_mmc=GoogleMaps-_-IC-_-FRA-_-MRSHA


 
第 四 天 馬賽－勾禾德(呂貝宏山區)－水車村－亞維農 
今天起，將是我們的普羅旺斯鄉村之旅，首先帶大家到呂貝宏山區，美麗的勾禾德山城，矗立在山頭

上，此地是許多觀光客喜愛的聖地，電影美好的一年，更讓此成充滿了浪漫色彩。隨後，來到沃克呂

姿碧泉村，初到此地的人，很少不被這裡氤氳的一股涼氣和眼前翡翠般碧綠的河流所感動。穿過整個

村子的大片河水，綠色水草隨著水紋悠然款擺，間或有水鳥漂浮在水面上覓食－河邊樹下露天座面對

的這幅景色實在讓人很難抗拒，能在這兒喝杯咖啡，寫兩句詩，將是人生多大享受啊！今晚我們將夜

宿於普羅旺斯地區最著名古城—亞維農。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馬賽—(91KM 01:20)—勾禾德—(18KM 0:30)—水車村—(31KM 

00:40)—亞維農 

〈下車參觀景點〉勾禾德山城、水車村 

 

 

純樸的普羅旺斯山城—勾禾德 

電影「美好的一年」拍攝地點－勾禾德，這個石頭堆砌起來的

山城曾被票選為法國最美村莊之一，法文裡 Gordes這個字就

是「高高懸掛在空中的村子」的意思。是一個美麗的山城，層

層疊疊依山而建的屋瓦，散發出一種樸實寧靜的氣息。 

 

普羅旺斯的綠寶石—沃克呂姿碧泉村 

沃克呂姿碧泉村 Fontaine-de-Vaucluse ，索爾格河的地下源

頭，是普羅旺斯地區的自然奇景，是法國最大的湧泉出水口。

陽光照射下，清澈見底的翠綠河水，那沁涼的冰感，直到心上，

美麗的沃克呂茲泉水車村 ，可說是普羅旺斯最美麗的鄉村代

表。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推薦餐廳（主廚推薦） 晚餐：普羅旺斯風味餐 

住宿：MERCURE CITE DES PAPES、MERCURE PONT D’AVIGNON、AVIGNON GRAND HOTEL 或同

級【本公司貼心安排住宿於亞維農城內的飯店－若遇亞維農藝術節或其他重要節慶則本公司會安排以同等級

之飯店為主或以城外四星飯店為主】 

http://www.mercure.com/gb/hotel-1952-hotel-mercure-cite-des-papes/index.shtml
http://www.mercure.com/nl/hotel-0549-mercure-pont-d-avignon/gallery.shtml
http://www.thegrandhotelavignon.com/


 
第 五 天 亞維農－亞爾－亞維農 
今日展開中世紀風貌及歷史宗教名城－亞維農的市區觀光，此地是普羅旺斯最熱鬧的城市，中世紀以

來有著不同地位，教皇曾經搬離羅馬而長駐於此，而以教皇之城聞名，造就此地特殊的文化背景。想

探尋法國悠閒的小鎮，非從南法最大城亞維農開始不可。除了參觀教皇宮，城牆外的亞維農斷橋也是

不可錯過的景點，因法國民謠(Sur le Pont d' Avignon)而聞名，真正的名字叫 Pont St-Benezet，一

樣是亞維農著名的景點，旁邊緊臨的是聖母院，還有個花園。在亞維農裡隨處走走總會遇到些驚奇的

小店面，很多店內的擺設都十分有特色，除了有工藝品店外，還有賣橄欖油的專賣店…等等。您可悠

閒渡過浪漫的美好時光。隨後接續前往亞爾展開市區觀光。首先我們先前往梵谷紀念館，這是由他曾

住過的療養院改建而成，庭園中央種滿五彩繽紛的花朵，跟他的畫作頗為相似。另外，我們途經古羅

馬競技場，然後朝向梵谷夜間咖啡館的實景地走去。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亞維農—(45KM 00:40)—亞爾—(45KM 00:40)—亞維農 

《含門票參觀景點 》教皇宮、聖貝內澤橋 

〈下車參觀景點〉鐘樓廣場、聖母院、郎格羅橋、梵谷紀念館、古羅馬競技場、梵谷夜間咖啡屋 

 

 

充滿藝術與精采宗教故事的古城—亞維農 

亞維農教廷時期（1309 年－1378 年），又稱亞維農之囚，是指

天主教教廷遷移到法國亞維農的一段時期，期間七任教皇和大

部份紅衣主教均為法國人。這個時期從克勉五世開始，歷時 69

年，最後由額我略十一世主動將教廷遷回梵蒂岡，結束了教廷

亞維農時代。 

 

讓梵谷發光發亮的普羅旺斯名城—亞爾 

1888 年 2 月，梵谷追著陽光，來到了普羅旺斯，一座充滿古羅

馬遺跡的小鎮--亞爾，亞爾時期是梵谷一生中最重的一段創作

期。大家耳熟能響的星空下的咖啡屋、亞爾吊橋、黃色小屋、

亞爾療養院，還有星空下的隆河，1 年 3 個月的時間，300 多

幅的名畫，就在此地誕生。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廳(主廚推薦) 晚餐：法式油封鴨 

住宿：MERCURE CITE DES PAPES、MERCURE PONT D’AVIGNON、AVIGNON GRAND HOTEL 或同

級【本公司貼心安排住宿於亞維農城內的飯店－若遇亞維農藝術節或其他重要節慶則本公司會安排以同等級

之飯店為主或以城外四星飯店為主】 

http://www.mercure.com/gb/hotel-1952-hotel-mercure-cite-des-papes/index.shtml
http://www.mercure.com/nl/hotel-0549-mercure-pont-d-avignon/gallery.shtml
http://www.thegrandhotelavignon.com/


 
第 六 天 亞維農－嘉德水道橋－卡爾卡頌 
今日專車前往近郊同為古羅馬建築遺跡的嘉德水道橋，此為兩千年前古羅馬人宏偉的水利工程，也是

人類共同文化財產，親臨其上更見偉大，除遊覽美麗的嘉德河谷風光外，更讚嘆古羅馬人建築技藝之

精湛。今日來到保留著 700 年前風貌的中世紀小城及歐洲維護最完整的古城－卡爾卡頌，此地明顯

感受到一股與巴黎的喧囂繁華迥異的小鎮氣息，以保有歐洲最大的城堡而馳名，擁有雙層城牆的城堡，

固若金湯予人一種無法翻越的感覺，漫遊於古城牆間、蜿蜒的古街道及街邊引人注意的商店或可愛有

趣的小博物館，來自世界各地觀光客為城內帶來熱鬧氣氛。 

PS.晚餐因卡爾卡頌地區聞名的卡書雷特（白豆燜肉）料理，是為當地的特色料理。但因為料理的方

式通常旅客較不喜愛，所以我們不安排為主食；但會讓貴賓淺嚐一下！ 

 

〈下車參觀景點〉卡爾卡頌古城區、嘉德水道橋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亞維農—(27KM 00:30)—嘉德水道橋—(226KM 02:30)—卡爾卡頌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普羅旺斯的羅馬古遺跡 

羅馬人的勢力橫跨歐亞非，凡走過，必留下重要的古遺跡。浴

池、競技場、劇院、水道橋等等。普羅旺斯，可說是欣賞古羅

馬遺跡，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甚至有人說，在普羅旺斯所看到

的古羅馬遺跡，比在義大利境內更為精彩豐富，包含這座世界

文化遺產—嘉德水道橋。 

 

擁有歐洲最大堡壘的古城—卡爾卡頌 

卡爾卡頌的雙重兼顧堡壘城牆，據稱是歐洲第一大，全長約 3

公里的城牆，以及 52 座城塔，組成了一座堅固的城堡。1997

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晚間城堡燈光投射在古牆上，

更是此城的亮點之一。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地中海港邊餐廳 晚餐：卡書雷特(白豆燜肉)特色

料理 

住宿：LE DONJON、Mercure Carcassonne La Cité Hotel、SOLEIL VACANCES LES CHEVALLERS HOTEL

或同級【本公司貼心安排住宿於卡爾卡頌城內的飯店 or 隆格多克-魯西雍區 Languedoc-Roussillon】 

 

http://www.hotel-donjon.fr/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1622-mercure-carcassonne-la-cite-hotel/index.shtml
https://www.soleilvacances.com/hotel/hotel-les-chevaliers/
https://www.soleilvacances.com/hotel/hotel-les-chevaliers/


 
第 七 天 卡爾卡頌－阿爾比－莎拉小鎮 
阿爾比（ALBI），是南庇里牛斯地區塔恩郡的首府，自古以來就是土魯斯附屬城鎮的阿爾比，連遍布

全城的紅磚建築也和土魯斯相仿，因而有「小玫瑰城」之稱，矗立在塔恩河畔的聖塞席爾大教堂，建

造於西元 15 世紀，當時宗教戰爭的背景，使得它有著一個固若金湯的外表，但內部的華麗裝飾卻與

外觀迥然不同，包括僅供朝聖團僧侶歇息，雕工精細的中殿，以及教堂裡巨大的管風琴，都令人嘆為

觀止。整個教堂城堡區除了大教堂，還有花木扶疏的花園，從此處眺望城牆外的塔恩河及對岸的阿爾

比城區，視野相當良好。晚間來到由兩個中世紀小城莎爾拉和卡內達結合而成的莎拉小鎮。莎拉小鎮

於中世紀為本區最重要的南北貨集散中心，百年戰爭中，一把燒燬了它的黃金歲月。莎拉被法觀局列

為法國最美的小城鎮，漫步於莎拉古城，購買此地最著名的鵝肝醬及鴨肝醬，當然不能忘身邊的美景。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卡爾卡頌—(107KM 01:45)—阿爾比—(148KM 02:10)—莎拉 

〈下車參觀景點〉阿爾比古城區、莎拉小鎮 

 

 

法國著名畫家·羅特列克的故鄉—阿爾比 

阿爾比位於塔恩河畔，煉瓦宏屋林立，13 世紀天主教視為異端

的純潔派(也稱為阿爾比派)在此發展。 

19 世紀末，法國後印象派畫家、近代海報設計與石版畫藝術先

驅—羅特列克便是出生在此城，一系列的紅磨坊主題，可說是

他的代表作品。 

 

法國最美的村莊— Les Plus Beaux Villages de France 

法國民間的機構，每年會評選全國各地的小鎮，凡符合以下標

準的法國村莊都可以向該協會提出入選申請：1. 常住人口不超

過 2000 人； 2. 有兩處以上官方認可的受保護景點； 3. 承諾

嚴格限制工程建設以免破壞村莊的整體風貌。將法國景色優

美、建築獨特的村莊羅列出來，既利於保護，也可以為遊人提

供指南。 

法國的西南區域，可說是法國最美的村莊集中區。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西式套餐 晚餐：法式鵝肝風味餐 

住宿：RELAIS DE LA MOUSSIDIERE、BEST WESTERN LE RENOIR、AU GRAND HOTEL 或同級 

 

http://www.hotel-moussidiere.com/
http://book.bestwestern.com/bestwestern/FR/Sarlat-La-Caneda-hotels/BEST-WESTERN-Le-Renoir/Hotel-Overview.do?propertyCode=93532
http://au-grand-hotel-de-sarlat.com/


 
第 八 天 莎拉小鎮－石甲村－鶴卡曼都－波爾多 
法國多敦涅河谷旁最美的鄉村小鎮—石甲村。建築在石壁中，是一個美麗的崖壁懸村，走一趟這個崖

壁懸村，發現它的美麗。多敦涅河谷一賞西南原鄉的質美；而安排於自然風景優美的多敦涅河區搭乘

木造仿古遊船，一賞絕佳美景！隨後前往鶴卡曼都，是朝聖者的天堂，此城之壯麗，遠觀如一幅立體

鑲嵌畫，是法國境內不可多得之地；漫步於風格獨特的古朝聖城，探訪黑色聖母堂及古堡區，感受懷

古之幽情。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莎拉—(53KM 01:00)—石甲村—(54KM 01:10)—鶴卡曼都—(256KM 

03:45)—波爾多 

《含門票參觀景點 》多敦涅河谷搭乘木造仿古遊船 

〈下車參觀景點〉石甲村、鶴卡曼都 

 

 

多敦涅河谷之旅—中世紀城堡與美麗村莊的完美組合 

法國以田園風光聞名的地方相當多，而多敦涅河河谷更是其中

翹楚。沿著河岸邊，有許多田園鄉鎮被保留下來，森林覆蓋的

大地，與一群群保有古風城壁的小巧村莊，時光在這地區彷彿

靜止。交通的不便，更是讓此區域的風貌，更加純樸，更加美

麗。 

 

充滿神蹟與建築奇蹟的法國聖城—鶴卡曼都 

這是一座沿著阿爾祖峽谷建造的山城，自十二世紀起就是遠近

馳名的朝聖地。因為有超過一百二十次神蹟顯現，傳說連英格

蘭國王亨利二世也在朝聖者之列。 

山城的靈魂中心黑色聖母像、耶穌苦路 14 站，還有那把插在岩

壁上的-羅蘭之劍，都讓此城充滿了更多的魅力與想像。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法式”蠔”情風味餐 

住宿：INTERCONTINENTAL HOTEL 、 CHATEAU DE MIRAMBEAU 或同級五星飯店 

 

http://bordeaux.intercontinental.com/
https://www.chateauxmirambeau.com/fr/


 
第 九 天 波爾多--TGV 列車頭等艙--巴黎 
今早來到舉世知名的波爾多葡萄酒首府，波爾多市區 18 世紀的古典建築群呈現最和諧的佈局。建築

群中不乏保持完善的壯麗建築，大部分都已列入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錄。節慶的氣氛、高品質的生活

環境、頂級葡萄酒、美食、文化與精品購物等等，所有觀光的元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接著跟著領

隊的步伐來到波爾多的火車站，搭乘 TGV 列車前往花都巴黎。所謂的 TGV 是 TRAIN A GRANDE 

VITESSE（超級快速火車）的簡稱。而子彈列車為目前世界最快速、最新穎列車，時速平均超過 250

公里。 

 
【今日行車距離及預估時間】波爾多—(搭乘 TGV / 約 2 小時 10 分鐘)—巴黎 

《含門票參觀景點 》TGV 子彈列車頭等艙 

〈下車參觀景點〉波爾多市區 

 

 

葡萄酒博物館餐廳 

位於阿基坦的珍珠加隆河畔，是一棟耗時七年才完成且極具設

計感的建築博物館樓高 10 層樓，外觀如同一個巨型醒酒器，採

半透明設計，走在館內，好像我們就是那葡萄酒液呢!讓我們來

個醉人之旅!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葡萄酒博物館餐廳(若遇餐 

廳客滿則改至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搭乘火車，敬請自理 

住宿：HOTEL DU COLLECTIONNEUR（香榭大道區收藏家五星飯店）、SCRIBE PARIS OPERA BY SOFITEL 

HOTEL（巴黎歌劇院區五星飯店）、INTERCONTINENTAL PARIS LE GRAND HOTEL（巴黎歌劇院區五星飯

店）或同級。PS.係因巴黎不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飯店易滿，若改住到其他區域之飯店則每人每晚退

NTD:2000 元。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http://hotelducollectionneur.com/fr/index.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us/en/paris/parhb/hoteldetail?cm_mmc=GoogleMaps-_-IC-_-FR-_-PARHB


 
第 十 天 巴黎【凡爾塞宮＋市區觀光】 
今日前往參觀世界著名路易十四所建凡爾塞宮，凡爾塞宮為全歐洲最華麗王宮，法王路易十四為向歐

洲各國炫耀其帝國的繁榮富庶特別興建。接著展開市區觀光：拿破崙的榮耀‧凱旋門、冰硬的鋼鐵成

為柔美的線條，使它本身贏得了「巴黎貴婦」的渾名‧艾菲爾鐵塔、世界最著名的街道，也是世界上

最美的街道之一‧香榭里舍大道。晚上可以自費前往欣賞巴黎最浪漫豪華的—瘋馬或麗都或紅磨坊夜

總會，五花八門的舞台設計，極具聲光效果的背景，及身材均勻妙齡歌舞女郎，配合香檳美酒，構築

成全世界最浪漫的夜晚，保證值回票價。 

 

《含門票參觀景點 》凡爾賽宮 

〈下車參觀景點〉凱旋門、艾菲爾鐵塔、香榭里舍大道 

 

 

歐洲宮殿建築的典範—凡爾賽宮 

在年輕的法國國王路易 14，一聲令下〝要建造有史以來最大最

豪華的宮殿〞，法國傾全國之力，耗費 50 年建造了這座史上最

偉的的皇室宮殿。完成後，凡爾賽宮成為歐洲宮殿的典範，各

王室紛紛前來。德國的赫蓮基姆湖宮、奧地利的美泉宮、甚至

是北邊的沙皇彼得夏宮，都是受凡爾賽宮的影響。 

 

連巴黎人都愛去—拿破崙的布洛涅森林餐廳 

小木屋餐廳位於布洛涅森林中的小島上，四面環水，霧氣繚繞。

這座森林小屋原本是拿破崙皇帝給歐也妮皇后的獻禮，是浪漫

愛情的象徵。到達餐廳需要坐一艘小船，在波光粼粼的初夏時

分，跟心愛的人在這裡享受流動的絕美宴席吧！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拿破崙的布洛涅森林餐廳(若遇餐

廳客滿則改至米其林一星餐廳) 

晚餐：中式七菜一湯 

住宿:HOTEL DU COLLECTIONNEUR（香榭大道區收藏家五星飯店）、SCRIBE PARIS OPERA BY SOFITEL 

HOTEL（巴黎歌劇院區五星飯店）、INTERCONTINENTAL PARIS LE GRAND HOTEL（巴黎歌劇院區五星飯

店）或同級。PS.係因巴黎不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飯店易滿，若改住到其他區域之飯店則每人每晚退

NTD:2000 元。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http://hotelducollectionneur.com/fr/index.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us/en/paris/parhb/hoteldetail?cm_mmc=GoogleMaps-_-IC-_-FR-_-PARHB


 
第十一天 巴黎【羅浮宮＋自由活動】 
今日我們安排前往世上最大的美術館－羅浮宮，內藏無數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收藏從古代東、埃及、

希臘、羅馬的美術品，到義大利、法國、文藝復興時期、德國、西班牙等地的繪畫，堪稱世界第一的

博物館，在此您可參觀到羅浮三寶－維納斯雕像、勝利女神像、蒙娜麗莎微笑名畫。接著展開自由活

動，您可以自由採購名牌精品，或自行前往採購法國最著名的名牌化妝品和精品，或前往春天或老佛

爺百貨公司 Shopping 挑選巴黎人喜愛的物品。 

 

《含門票參觀景點 》羅浮宮 

 

 

造訪法國必參觀景點—羅浮宮 

這大概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羅浮宮了，不只在於他那宏偉的宮殿

建築，更有那最豐盛的藝術收藏。貝聿銘的金字塔玻璃入口設

計，更是畫龍點睛。當然更重要的是那羅浮三寶，尤其是蒙娜

麗莎的微笑，更讓此博物館成為全世界最重的博物館。 

 

和平咖啡館 CAFE DE LA PAIX—走進法國歷史美好年代 

浪漫、奢華、典雅、藝術、充滿歷史文化，所有你想得到可形

容巴黎的詞彙，幾乎都在這裡找得到。超過 150 年的歷史，至

今依然是巴黎首屈一指的咖啡館、餐廳之一，也是名人們最愛

出沒的地方。前法國總統戴高樂曾在二戰後，在和平咖啡館喝

了一杯咖啡慶祝，就被稱為歷史上的「巴黎第一喝」。 

 

早餐：旅館自助式 午餐：比利時白酒淡菜鍋 晚餐：和平咖啡館 

住宿:HOTEL DU COLLECTIONNEUR（香榭大道區收藏家五星飯店）、SCRIBE PARIS OPERA BY SOFITEL 

HOTEL（巴黎歌劇院區五星飯店）、INTERCONTINENTAL PARIS LE GRAND HOTEL（巴黎歌劇院區五星飯

店）或同級。PS.係因巴黎不定期舉辦展覽，遇展期間飯店易滿，若改住到其他區域之飯店則每人每晚退

NTD:2000 元。諸多不便，敬請包涵。） 

 

  

http://hotelducollectionneur.com/fr/index.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accorhotels.com/gb/hotel-0663-scribe-paris-opera-by-sofitel/index.shtml
https://www.ihg.com/intercontinental/hotels/us/en/paris/parhb/hoteldetail?cm_mmc=GoogleMaps-_-IC-_-FR-_-PARHB


 
第十二天 巴黎 / 杜拜機場 
今日整理行裝後專車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甜蜜的家－台北，夜宿機上，班機於隔日凌晨降落

杜拜機場。 

備註：今日午餐時間，因卡到在機場辦理退稅及登機手續時間，因此煩請辦好手續後，於機場內自行

用餐，機上供餐時間約在 17:00 左右。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聯酋航空 EK74 15:35-00:20  預計飛行時間 05:50 

 

 
第十三天 杜拜機場 / 桃園機場 
班機凌晨降落在杜拜機場後，跟著領隊經安檢，前往候機室休息，或是在精品街在小逛一下。隨後搭

機返回台灣，結束此趟豐收的法國深度 13 天之旅，敬祝健康快樂。期待再相會。 

【今日航班時刻表及預估飛行時間】阿聯酋航空 EK366 03:25-15:25 預計飛行時間 08:00 

  



特色景點 

 
一.住宿 

以舒適的夜作為一天的 happy ending 
旅遊時間如此寶貴，所以飯店地點與舒適度更是追求高品質的堅持。 

 

A. 巴黎鑽石地帶五星酒店連泊三晚 

３個浪漫夜，愜意享受巴黎市區風光 

 

B. 馬賽港灣五星酒店宿一晚 

窗外即是港灣美景 

 

C. 葡萄酒首府波爾多五星飯店宿一晚 

高品質的環境、頂級葡萄酒、美食、文化與精品環繞 

 

D. 卡爾卡頌五星飯店宿一晚 

 

E. 亞維農五星飯店宿一晚 

 

 

二.餐食 

以舌尖認識法蘭西的雋永 
享受三次米其林推薦餐廳+二次米其林一星餐廳的美味；和平咖啡館亦是不能錯過的經典；各式精

緻法式料理當然也不會錯過！ 

摘下米其林星星認證美味—米其林一星料理 

象徵法國美好年代—和平咖啡館 

喚回兒時純真的夢—米其林推薦旋轉木馬餐廳 

法式特色美食饗宴  



三.景點 

A.花都巴黎浪漫雙宮行 
若沒到凡爾賽，您就與法國皇室最輝煌風光擦肩而過； 

若錯過羅浮宮，您將錯過世界最重要的藝術寶庫。 

來到名喚花都的巴黎，來場浪漫的藝術邂逅。 

太陽王路易十四所建富華堂皇、極盡奢華之凡爾塞宮 

內藏無數舉世聞名藝術珍寶的世上最大美術館－羅浮宮 

 

B.在南法，遇見美麗小村 
一座青山綴上三朵紅花，這六角形標誌認證了法國美麗小村的美。只有符合「建物景觀保存完善」、「有

悠久的歷史」又「人口不多」的小村，才有資格得到這樣的榮耀。 

1. 好的藝術作品，往往需要美的環境醞釀—勾禾德、聖保羅、亞爾 

2. 讓人彷若置身中古世紀的巷弄古道—卡爾卡頌、莎拉 

3. 世界葡萄酒之都－波爾多 

 

C.完美組合中世紀城堡與美麗村莊 
石甲村建築在石壁中，是一個美麗崖壁懸村，沿著河岸邊，保留著許多田園鄉鎮。一群群保有古風城

壁的小巧村莊、森林覆蓋的大地，時光在此彷彿靜止。 

乘著木造仿古遊船欣賞多敦涅河谷之美 

 

D.法國人的小玫瑰城 
阿爾比是南庇里牛斯地區塔恩郡的首府，自古以來就是土魯斯附屬城鎮，連遍布全城的紅磚建築也和

土魯斯相仿，因而有「小玫瑰城」之稱。 

 

  



典藏貼心安排及保證 

 
典藏貼心安排及保證： 

◆提供耳機導覽器每人一台。 

◆兩人一台 WIFI 機 (如要個人使用一台網路分享器，需要額外支付 NT3000元)。 

◆西式晚餐含飲料一杯。 

◆包含進出旅館行李搬運費，入宿、退房托運免操心。 

◆送每位貴賓歐規轉換插頭。 

◆天天一瓶礦泉水。 

◆加贈旺旺友聯旅遊保險及美商安達旅遊平安險，安心出遊平安回家。 

 

1.浪漫巴黎雙宮：極盡奢華凡爾賽宮、藝術殿堂羅浮宮 

2.法國美村之旅：聖保羅、勾禾德、亞爾、卡爾卡頌、波爾多、莎拉 

3.乘遊船賞風光：石甲村 

4.門票絕對不少：亞維儂教皇宮、聖貝內澤橋、凡爾賽宮、羅浮宮 

5.舒適長程移動：波爾多到巴黎搭乘 TGV 高速列車 

6.住宿不惜成本：巴黎"香榭大道區或歌劇院地區"連泊三晚五星飯店 

7.啖認證級美味：三次米其林推薦餐廳+二次米其林一星餐廳 


	尼斯—英國人散步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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